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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建立高脂饮食和益生菌干预的结直肠癌小鼠模型，探讨益生菌干预高脂膳食结

构下肠道微生态异常及结直肠癌发生的疗效。 方法 8周龄雄性 C57BL/6J小鼠 40只随机分为

4 组，每组10只：高脂饮食组（HFD）、高脂饮食+益生菌干预组（HFD+P组）、普通饮食组（ND组）、普

通饮食+益生菌干预组（ND+P组），益生菌组给予益生菌制剂灌胃，实验期间采用氧化偶氮甲烷

（AOM）联合葡聚糖硫酸钠（DSS）诱导小鼠肠癌模型，定期记录小鼠体质量并评估机体状态。促癌前

后小鼠粪便通过16S rDNA高通量测序分析评估菌群结构变化。实验结束收集小鼠肠组织并记录附

睾脂肪质量及肿瘤负荷。采用Alpha多样性指数对每组小鼠肠道的菌群丰度和多样性进行分析

（Chao1指数越高，菌群丰度越高；Simpson指数越大，多样性越低）。利用Beta多样性分析4组间肠道菌

群分布差异的显著性（当R>0，说明菌群在组间的分布差异大于组内差异）。结果 实验15周后，HFD组、

HFD+P组、ND组和ND+P组小鼠体质量分别为（33.70±0.52）g、（28.70±0.32）g、（25.90±0.34）g和
（25.60±0.40）g，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700.89，P<0.01），其中HFD组体质量分别高于ND组和HFD+P组，

而HFD+P组体质量又高于ND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HFD组、HFD+P组、ND组和

ND+P组小鼠附睾周围脂肪重量分别为（1.36±0.15）g、（0.67±0.08）g、（0.58±0.10）g和（0.54±0.05）g，
4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114.03，P<0.01），两两比较提示，HFD组附睾周围脂肪重量分别高

于ND组和HFD+P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7），且HFD+P组与ND组附睾周围脂肪重量相

当（P=0.09）。饮食干预条件下，HFD组、HFD+P组、ND组和ND+P组的Chao1指数分别为 217.62、
235.32、301.51和305.71，Simpson指数分别为0.93、0.89、0.91和0.90。通过Beta多样性分析显示，4组
组间菌群分布差异大于组内差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R=0.655，P=0.001）。物种丰度分析显示，与

ND组比较，在门水平层面，HFD组小鼠肠道菌群中拟杆菌门和厚壁菌门等菌群的比例更高，而疣微

菌门等菌群的比例更低；在属水平层面，HFD组中拟杆菌属和颤杆菌克属等菌群的比例更高，而艾克曼

菌属和拟普雷沃菌属等菌群的比例更低。经过益生菌干预后，上述菌群除了拟普雷沃菌属外，均有改善。

HFD组、HFD+P组、ND组和ND+P组小鼠肿瘤数量分别为（4.63±1.19）个、（2.33±0.52）个、（2.56±0.73）个
和（2.38±0.52）个，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14.92，P<0.01）。结论 益生菌治疗可通过调节肠道菌群紊

乱来减轻HFD引起的小鼠肥胖和菌群失调，有助于降低结直肠癌发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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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the mice colorectal cancer (CRC) model induced by AOM/
DSS with the intervention of high fat diet and probiotics, and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 mechanism of
probiotics intervention in regulating intestinal flora disturbance and antitumor efficiency. Methods Forty
8⁃week⁃old male C57BL/6J mic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4 groups with 10 mice in each group: HFD
group, HDF with probiotics intervention (HFD + P) group, normal diet (ND) group, normal diet with
probiotics intervention (ND+P) group. The probiotic groups were administered with probiotics preparation
by gavage. During the experiment, AOM / DSS was used to induce mouse colorectal cancer model. The
mouse body weight was regularly recorded and the body status was evaluated weekly. High⁃throughput
16S rDNA sequencing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hanges of fecal flora in bacterial structure before and after
cancer induction. At the end of the experiment, intestinal tissues of mice were collected and the epididymis
adipose mass (EAM) and tumor burden were recorded. The Alpha diversity index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abundance and diversity of the intestinal flora (higher chaol index means higher abundance of bacteria and
greater Simpson index means lower diversity in flora structure). The Beta diversity index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difference in the distribution of intestinal flora among the four groups (When
R>0, the difference in the distribution of bacteria among the groups is greater than the difference within
the group). Results After 15 weeks of experiment, the body weight of mice in HFD group, HFD+P group,
ND group and ND+P group was (33.70±0.52) g, (28.70±0.32) g, (25.90±0.34) g and (25.60±0.40) g, whos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F=700.89, P<0.01). The body weight of HFD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ND group and HFD+P group while the body weight of HFD+P group was still higher than that of
ND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ll P<0.017). The average EAM of HFD group,
HFD+P group, ND group and ND+P group was (1.36±0.15) g, (0.67±0.08) g, (0.58±0.10) g and (0.54±0.05) g,
whos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F=114.03, P<0.01). Pairwise comparisons showed that EAM
in HFD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ND group and HFD + P group respectively,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oth P<0.01), while average EAM of HFD+P group was similar to ND group
(P=0.09). Under the diet intervention, the Chao1 index of HFD group, HFD+P group, ND group and
ND+P group was 217.62, 235.32, 301.51 and 305.71 respectively, and the Simpson index was 0.93, 0.89,
0.91 and 0.90. At the same time, the Anosim analysis of Beta diversity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difference
in the flora distribution among four groups was greater than the difference with in each group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R=0.655, P=0.001). Species abundance analysis revealed that, compared
with ND group, at phylum level, HFD group had a higher proportion of Bacteroides phylum and Firmicutes
phylum in the intestinal flora and lower proportion of Verrucomicrobia; at genus level, the proportion of
Bacteroides and Oscillibacter in HFD group was higher while the proportion of Akkermansia and
Alloprevotella was lower. After the intervention of probiotics, the flora mentioned above wa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except for Alloprevotella. The average number of tumor in HFD group, HFD+P group,
ND group and ND+P group was 4.63±1.19, 2.33±0.52, 2.56±0.73 and 2.38±0.52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14.92, P<0.01). Conclusion Probiotics therapy can reduce obesity and flora
imbalance caused by HFD and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CRC by regulating intestinal flora disturb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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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有高达 90%的胃肠道肿瘤是由饮食驱动

诱发的［1⁃2］。实验研究表明，肠道菌群会根据我们饮

食习惯动态调节修复，当长期处于不良饮食模式

时，菌群结构就会受到破坏，增加异常隐窝病灶，最

终诱发结肠息肉和结直肠癌［3⁃5］。尽管高脂饮食模

式下增加结直肠癌罹患风险具体机制尚不明确，但

越来越多研究证实，肠道菌群结构紊乱在结直肠癌

发生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6］。在结直肠癌肿

瘤标本中已经证实，有部分菌群存在富集现象，包

括脆弱拟杆菌、大肠杆菌、肠球菌、消化链球菌以及

梭状杆菌等［7⁃11］。虽然有众多研究观察到，结直肠癌

诱发风险及菌群结构紊乱与高脂饮食有关，但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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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缺乏关于高脂饮食通过肠道菌群紊乱来诱发结

直肠癌的直接证据［12⁃14］。因此，本研究通过建立小

鼠肠癌模型，探究高脂饮食与肠道菌群结构失调以

及结直肠癌发病的相关性，并进一步探究益生菌纠

正肠道菌群失衡、减少结直肠癌发病风险的疗效，

以期为益生菌干预调控肥胖人群肠道菌群紊乱和

抗肿瘤的潜在机制研究提供基础，为临床肿瘤患者

治疗及日常饮食提供新的思路。

资料与方法

一、材料与仪器

1. 主要试剂及耗材：高脂饲料（60% 脂肪；

D12492，上海帆泊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普通饲料

（上海帆泊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修益升益生菌制剂

（吉林精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葡聚糖硫酸钠

（dextran sulfate sodiuln，DSS；美国 Sigama 公司）；氧

化偶氮甲烷（azoxymethane，AOM；美国 Sigama 公

司）。QIAamp Fast DNA Stool Mini Kit试剂盒（德国

Qiagen公司）；引物（上海生工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Qubit dsDNA HS Assay Kit试剂盒（上海生工生物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KAPA HiFi Hotstart ReadyMix
Kit试剂盒（美国KAPA公司）；AxyPrep DNA凝胶回

收试剂盒（美国Axygen公司）等。

2. 主要仪器：Applied Biosystems Veriti Thermal
cycler PCR仪（美国Allen⁃Bradley公司&赛默飞世尔

科技有限公司）；电泳仪DYY⁃60（上海天能科技有

限公司）；凝胶成像系统（上海天能科技有限公司）；

Illumina Miseq PE250测序平台（美国CA公司）。

二、实验动物饲养与处理

1. 实验动物：40 只 SPF 级健康 8 周龄雄性

C57BL/6J小鼠（上海灵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小

鼠均饲养于同济大学 SPF级全封闭动物饲养室，室

内温度（22±2）℃，湿度（55±15）％，12 h明暗光照循

环。小鼠自由进食。

2.动物处理：适应性饲养普通饮食2周后，40只
小鼠按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 4 组：高脂饮食组

（high fat diet group，HFD 组）、高脂饮食+益生菌组

（high fat diet and probiotics group，HFD+P组）、普通

饮食组（normal diet group，ND组）和普通饮食+益生

菌组（normal diet and probiotics group，ND+P组），每

组各10只。HFD组和HFD+P组小鼠给予60%脂肪

含量的高脂饲料喂养，ND组和ND+P组给予普通饮

食饲料喂养，HFD+P组和ND+P组同时给予修益升

益生菌制剂灌胃。益生菌制剂成分包括长双歧杆

菌粉 BLI⁃02、乳双歧杆菌粉AD011、嗜酸乳杆菌粉

F⁃1、鼠李糖乳杆菌粉 MP⁃108、副干酪乳杆菌粉

MP⁃137和发酵乳杆菌粉CECT5716等。益生菌灌胃

剂量为2×109个菌落形成单位（colony⁃forming units，
CFU）/只，1次/d，持续15周。

实验过程中所涉及的动物日常护理以及实验

条件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实验动物环境及

设施标准》，本实验研究已通过同济大学附属上海

第十人民医院实验动物伦理委员会认证（审批号：

SHDSYY⁃2020⁃4413）。
三、构建肠癌模型

实验第 4周开始采用AOM/DSS诱导建立小鼠

肠癌模型。小鼠于第 3周末腹腔注射 10 mg/kg 的

AOM，1周后予 2%DSS溶液自由饮用 7 d，随后予正

常饮用水2周。注射1次AOM，1周DSS以及2周正

常饮用水为 1个循环周期，共进行 3个循环。模型

构建见图1。
四、样本收集与处理

每周测量小鼠体质量和评估小鼠健康状态，并

分别在第 3周末以及第 13周末从笼中收集小鼠粪

便样本迅速置于液氮中冻存备用，以进行16S rDNA
高通量测序分析。实验结束时收集肠组织等内脏

标本，附睾周围脂肪称重以评估小鼠内脏脂肪含

量，评估肿瘤形成情况，计算成瘤率，所有收集样品

立即置于液氮冻存备用。见图1。
五、粪便样本提取DNA测序

1.粪便DNA提取：严格按照QIAamp Fast DNA
Stool Mini Kit试剂盒说明书及操作方法提取粪便微

生物基因组DNA，具体操作流程见文献［15］。
2.文库构建：（1）引物设计：16SrDNA扩增选择

区域为 V3~V4 区，使用通用引物为 341F 和 806R。

在通用引物 5′ 端加上适合 Illumina Miseq PE250平

台测序的 index序列和接头序列，完成特异性引物设

计：正向引物（5′ ⁃ 3′）：CCTACGGGRSGCAGCAG
（341F）；反向引物（5′ ⁃3′）：GGACTACVVGGGTAT
CTAATC（806R）。（2）聚合酶链式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扩增回收：以稀释后的基因组

DNA为模板，使用HiFi Hotstart ReadyMix Kit高保真

酶进行PCR反应。用2%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PCR
产物，AxyPrep DNA凝胶回收试剂盒切胶回收PCR
产物，并通过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和电泳进行质量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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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库定量检测：将回收纯化后的PCR产物文

库，严格按照Qubit dsDNA HS Assay Kit试剂盒操作

要求进行定量检测。

4.测序：使用 Illumina Miseq PE250测序平台进

行上机测序，测序获取的双末端（paired⁃end）数据通

过拼接得到较长序列，从而进行16S rDNA分析。

六、16S rDNA高通量测序分析

采用UPARSE算法进行 16S rDNA高通量测序

分析，将 16S rRNA基因测序的原始数据以 97％相

似度下进行聚类，对聚类后的序列进行嵌合体过滤

后 ，得 到 用 于 物 种 分 类 的 可 操 作 分 类 单 元

（operational taxonomic units，OTU），最后将所有待分

析数据比对到OTU序列上，将能比对上OTU的序列

提取出来，得到最终匹配序列，再利用Ribo⁃somal数
据库项目对目标聚类序列进行分析［16⁃17］；以分析小

鼠模型肠道微生态群落丰度和多样性，以及不同菌

群种类间相对丰度、不同分组间菌种差异以及微生

物系统进化特点。

各组样本抽样测序充分度通过Alpha稀释曲线

及Specaccum物种累积曲线分析［18］。横坐标表示从

某个样品中随机抽取的序列数目，纵坐标表示单个

样品物种多样性；图中每条曲线代表一个样品数

据，见图 2。随着测序深度增加，当曲线趋于平缓

时，说明该实验样本测序数据量比较合理；当测序

曲线趋于上升趋势，表明实验测序深度不够，需增

加测序样本量。本实验高通量测序获取数据共生

成有效序列2 540 489个，每个标本平均213个聚类

数据。Alpha稀释曲线以及 Specaccum曲线分析平

稳，提示本次测序样本充分，可代表各组中绝大多

数菌群的种系型，见图2。
七、观察指标与评价方法

本研究观察指标包括高脂膳食结构和益生菌

对小鼠体质量及内脏脂肪含量的影响，对肠道菌群

分布的影响，以及对结直肠肿瘤进展情况的影响。

小鼠肠道菌群和结直肠肿瘤进展的具体评价方法

见下。

（一）菌群分布的评估

1.组内菌群差异的评估：采用Alpha多样性指

数对每组小鼠肠道的菌群丰度和多样性进行分析。

（1）菌群丰度：采用Chao1指数进行评估，指数越高，

菌群丰度越高［19］。（2）菌群多样性：采用 Simpson指

数进行评估，Simpson指数在0~1之间，指数越大，多

样性越低［20］。

2.组间菌群差异的评估：利用Beta多样性分析

4组间肠道菌群分布差异的显著性。用R值评估组间

及组内的分布差异，R的取值范围介于（-1，1）之间，当

注：HFD组为高脂饮食组；HFD+P组为高脂饮食+益生菌组；ND组为普通饮食组；HD+P组为普通饮食+益生菌组

图1 高脂膳食结构+益生菌的氧化偶氮甲烷/葡聚糖硫酸钠肠癌小鼠模型构建与样本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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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说明菌群在组间的分布差异大于组内差异；当

R<0，表明菌群在组内的分布差异大于组间差异［21］。

3. 各组菌群分布结构的评估：通过物种丰度分

析和显著性差异分析（LDA Effect Size，LEfSe）来描

述菌群在组间和组内分布结构的差异。物种丰度

分析是根据物种注释结果，分别在门、纲、目、科、属

分类等级对各个样品作相应柱状图，可直观查看不

同饮食方式组别小鼠的肠道菌群在不同的分类等

级上的相对丰度［22］。LEfSe 分析是通过 Kruskal ⁃

Wallis秩和检验从多组样本中初步筛选出丰度差异

显著的物种，再利用Wilcoxon秩和检验对筛选出的

亚组数据进行两两检验，进一步获取显著差异物

种，最后采用线性判别分析（linear discriminant
analysis，LDA）来对数据进行降维并评估差异显著

的物种影响力，估算每个组中物种丰度对差异效果

影响的大小，找出对不同组别小鼠产生显著差异影

响的菌种［23］。

（二）肿瘤成瘤情况评估

实验结束时评估肿瘤形成情况，观察结直肠是

否出现肉眼可见的肿瘤。肿瘤范围：以最大直径

<1 mm、1~2 mm、>2 mm进行分类记录；肿瘤负荷：该

组所有肿瘤个数除以该组小鼠总数；肿瘤负荷严重程

度：以该组小鼠所有<1 mm、1~2 mm和>2 mm的肿

瘤数量分别占该组所有肿瘤数量百分比进行评估。

八、统计学方法

本实验数据采用 SPSS 22.0 以及 GraphPad
Prism 8.0统计软件进行。正态分布的计量数据采用

x±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多因素方差分析，进一步两

两比较采用 Bonferroni 检验；分类资料用例（%）表

示，组间比较用χ2检验分析。P<0.05表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两两比较 P<0.017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结 果

一、高脂膳食结构和益生菌对小鼠体质量及附

睾周围脂肪重量的影响

实验期间 4组小鼠体质量变化见图 3A。15周

后，HFD组、HFD+P组、ND组和ND+P组小鼠体质量

分别为（33.70±0.52）g、（28.70±0.32）g、（25.90±0.34）g
和（25.60±0.40）g，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700.89，P<
0.01）。进一步两两比较提示，HFD组体质量分别

高于 ND 组和 HFD+P 组，但 HFD+P 组体质量仍高

于 ND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7）；而

ND组与 ND+P组的体质量相近，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14）。
15周后，HFD组、HFD+P组、ND组和ND+P组

小鼠附睾周围脂肪重量分别为（1.36 ± 0.15）g、
（0.67±0.08）g、（0.58±0.10）g和（0.54±0.05）g，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F=114.03，P<0.01），见图 3B。进一

步两两比较提示，HFD 组附睾周围脂肪重量分别

高于ND组和HFD+P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7），而HFD+P组与ND组附睾周围脂肪重量

相当（P=0.09）。同样地，ND组与ND+P组的附睾周

围脂肪重量相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1）。
二、高脂膳食结构和益生菌对小鼠肠道菌群多

样性的影响

（一）各组小鼠肠道菌群丰度和多样性分析

饮食及益生菌干预条件下，HFD组、HFD+P组、

ND组和ND+P组的Chao1指数分别为217.62、235.32、
301.51和305.71，Simpson指数分别为0.93、0.89、0.91
和0.90），见图4。通过Beta多样性分析中比较各组

间菌群分布差异显示，4组组间菌群分布差异大于

组内差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R=0.655，P=0.001）。

图 2 各组小鼠粪便样本抽样进行 16S rDNA高通量测序的充分度

2A. Alpha稀释曲线；2B. Specaccum物种累计曲线

A2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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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组小鼠肠道菌群结构差异的分析

物种丰度分析显示，在菌门水平层面，与ND组

比较，HFD组小鼠肠道菌群中拟杆菌门、厚壁菌门和

变形菌门的比例更高，而疣微菌门、Candidatus

Saccharibacteria菌门和软壁菌门的比例更低。在益

生菌干预后，拟杆菌门和厚壁菌门的比例下降，但变

形菌门上升；疣微菌门和Candidatus Saccharibacteria

菌门的比例上升，但软壁菌门的比例始终为 0。见

图5A。

在菌属水平层面，与ND组对比，HFD组中拟杆

菌属、颤杆菌克属、Pseudoflavonifractor菌属、真杆菌

属、梭菌属ⅩⅣb等菌群的比例更高，而艾克曼菌

属、拟普雷沃菌属、巴恩斯氏菌属、梭菌属ⅩⅣa和
乳杆菌属等菌群的比例更低。经过益生菌干预后，

拟杆菌属、颤杆菌克属、Pseudoflavonifractor菌属和

真杆菌属的比例均降低，但梭菌属ⅩⅣb的比例升

高；艾克曼菌属、梭菌属ⅩⅣa和乳杆菌属的比例升

高，而拟普雷沃菌属和巴恩斯氏菌属的比例降低，

见图 5B。显著性差异LefSe分析显示，各组间显著

性差异菌群见图6。
三、高脂膳食结构和益生菌对小鼠肿瘤负荷影

响

HFD组、HFD+P组、ND组和ND+P组小鼠肿瘤

数量分别为（4.63±1.19）个、（2.33±0.52）个、（2.56±
0.73）个和（2.38±0.52）个，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14.92，P<0.01）。进一步两两比较显示，HFD组

肿瘤数量多于ND组和HFD+P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均P<0.01），而HFD+P组与ND组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53）。进一步分析不同分组小鼠肿瘤

负荷严重程度，HFD组累计肿瘤 37个，其中最大直

径<1 mm 累计 12 个（32%），1~2 mm 12 个（27%）、

>2 mm 15个（41%）。HFD+P组累计肿瘤 14个，其中

最大直径 <1 mm 累计 7 个（50%），1~2 mm 5 个

（35.71%）、>2 mm 2 个（14.29%）。ND 组累计肿瘤

23个，其中最大直径<1 mm 累计 9 个（39%），1~
2 mm 7个（30%）、>2 mm 7个（30%）。ND+P 组累计肿

瘤 19 个，其中最大直径<1 mm 累计10个（53%），

1~2 mm 6个（32%）、>2 mm3个（16%），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χ2=23.101，P<0.01）。肠道炎性反应程度方

面，HFD 组及ND 组小鼠均出现严重便血、消瘦以

及脱肛等表现，而经过益生菌干预的小鼠肠道状

态良好，见图 7。
讨 论

本实验通过不同饮食及益生菌干预对结直肠

癌动物模型进行相关研究。本研究发现，实验15周
后，HFD组、HFD+P组、ND组和ND+P组小鼠体质量、

附睾周围脂肪重量均有所增加，且 HFD 组体质量

和附睾周围脂肪重量均高于ND组和HFD+P组（均

P<0.01），提示高脂饮食会显著增加小鼠体质量和内

脏脂肪含量，而益生菌干预可使小鼠肥胖程度减

缓。然而进一步研究发现，HFD+P组与ND组附睾

周围脂肪重量相当，但HFD+P组体质量仍高于ND
组，提示益生菌干预仍未能使小鼠体质量完全恢复

至正常水平。值得一提的是，ND组与ND+P组的体

质量和附睾周围脂肪重量相近，提示益生菌干预对

正常饮食小鼠的肥胖程度影响不大。

为了揭示益生菌是否通过纠正高脂饮食下肠道

菌群紊乱来降低小鼠肿瘤风险，我们采用16S rDNA
高通量测序对小鼠在不同饮食结构及益生菌干预

条件下粪便标本进行菌群分析。结合菌群分析

Chao1指数及Simpson指数及Beta多样性分析，提示

高脂饮食会明显降低菌群丰度及多样性，而益生菌

干预可缓解菌群结构紊乱。

进一步探索饮食结构及益生菌对菌群具体分

布影响发现，通过菌群分析，本实验与之前学者研

图3 高脂膳食结构和益生菌对小鼠体质量及附睾周围脂肪重量的

影响 3A.体质量；3B.15周时附睾周围脂肪重量

A3

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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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结果相一致的是，高脂饮食干预的小鼠中厚壁菌

门与拟杆菌门比例显著升高，且高脂饮食结构会显

著改变小鼠肠道菌群丰度及多样性［24］。因此我们

认为，高脂饮食是能系统性改变肠道菌群结构组成

的因素之一，而菌群结构失衡的一个显著特点即部

分潜在致病菌增多。众多研究表明，具有高罹患结

直肠癌风险人群结肠黏膜中存在着类似肠杆菌科

或拟杆菌属等潜在致病菌的定植［7⁃11］。这些微生物

通过慢性炎性反应、致病菌紊乱粘附和肿瘤形成等

机制，作为结直肠癌“驱动者”的角色在腺瘤发展至

癌的进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5⁃26］。

本研究也发现，在益生菌的干预下，高脂饮食

小鼠的肠道菌群结构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由此

我们推测，益生菌可通过降低高脂饮食诱发的肠道

潜在致病菌丰度，纠正肠道菌群结构紊乱来降低结

直肠癌发病风险。但我们研究发现，仍存在部分菌

群并未受到益生菌干预而缓解，甚至有加重趋势，

如变形菌门、软壁菌门、副拟杆菌属、梭菌属ⅩⅣb、
梭菌属ⅩⅠ、嗜胆菌属、拟普雷沃菌属、巴恩斯氏菌

属等。值得一提的是，在我们预实验操作中，益生

菌灌胃过程中会出现小鼠提前死亡的现象，这是由

于灌胃操作对小鼠消化道损伤造成的，还是益生菌

本身会触发肠道菌群炎性反应紊乱靶点而造成的，

仍需要进一步去探索。这些现象为我们今后探讨

不同菌群在长期饮食干预条件造成不可逆性修复

提供了基础。

本实验研究发现，HFD组、HFD+P组、ND组和

ND+P 组小鼠的肿瘤数量分别为（4.63±1.19）个、

（2.33±0.52）个、（2.56±0.73）个和（2.38±0.52）个，而

各组间小鼠肿瘤负荷严重程度也显示，HFD 组比

HFD+P组和ND组更严重（均 P<0.01）。且HFD组

及ND组小鼠的肠道炎性反应程度较严重，而经过

图4 Alpha多样性指数分析各组小鼠粪便样本中菌群的丰度和多样性 4A.Chao 1指数；4B.Simpson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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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生菌干预的小鼠肠道状态良好。因此我们推测，

高脂饮食条件下小鼠炎性反应更严重且肿瘤诱发

风险更高，而益生菌干预可以明显修复小鼠肠道炎

性反应损伤，降低小鼠成瘤负荷。但值得注意的

是，益生菌干预条件下依旧有部分小鼠存在肿瘤负

荷现象，接下来需要针对肠道菌群结构如何改变与

肿瘤诱发风险联系进行进一步研究。

综上，本研究通过小鼠模型发现，益生菌治疗

可通过调节肠道菌群紊乱来减轻HFD引起的肥胖

和菌群失调，有助于降低结直肠癌的风险。然而，

结直肠肿瘤是由不同基因背景和环境因素通过不

同方式引起的。就目前特定病因研究而言，饮食因

素或益生菌干预是用类似或不同的方式来影响肿

瘤风险吗？除肠道菌群外，是否还有其他涉及饮食

和肿瘤相互作用的宿主因素？宿主肠屏障以及机

体免疫反应在饮食介导肿瘤过程中如何起作用？

以及目前益生菌干预剂量及药物途径对肿瘤影响

大小等方面，需这些都需要我们在未来科研探索中

不断完善和挖掘。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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